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蜊江小学举办“印象中国 自在荣成”活动
全学科成长嘉年华活动拉开帷幕

速读

近日荣成蜊江中学依托全
国心理健康日开展了“我为学
长送祝福”，“爱在心中”感恩母
亲活动，活动的开展调动学生
积极性，激发学生潜能，实现了
心理健康教育实效性，为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次心理健
康活动有助于学校进一步挖掘
校内外心育资源，创造性开展
心理健康特色活动，加强家校
互动与合作，有效提升师生家
三方自助互助能力，助力学生
阳光成长。 尹红梅

近日，石岛实验小学举行
校园朗读者比赛，这也是我校
读书节系列活动之一。自校园
朗读者海选活动开始以来，百
余名选手积极报名踊跃参加，
最后突破重围的18位选手共赴
决战之巅。选手们朗读的美文
或表达追怀之意，或表达和善
之美，或表达家国之思，或表达
仁德之爱，一篇篇一段段被演
绎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强大
的感染力深深地打动了场下的
小观众。经过激烈的角逐，有3
名选手获得一等奖，6名选手获
得二等奖，9名选手获得三等
奖。今后学校将继续开展师生

“大阅读”工程系列活动，充分
发挥阅读在文化传承中的作
用，培养师生良好的人文素养，
营造校园文化氛围，推动书香
校园建设。 王艳

为弘扬扶贫济困、助人为
乐的传统美德，帮助家庭生活
困难的学生安心求学顺利完成
学业，荣成蜊江中学举行了“社
会妈妈”爱心助学捐赠活动。本
次活动，教职工积极响应，纷纷
慷慨解囊，奉献爱心，来自市税
务局、畜牧业发展中心以及社
会爱心人士也热情加入爱心队

伍中，活动共募集善款25850
元。捐助仪式上，爱心代表分别
把筹集的善款送到了需要帮助
的孩子家长手中。受助学生家
长纷纷表示，此次活动让她们
感受到了老师的关爱、社会的
温暖，一定会督促孩子努力学
习，回报社会，不辜负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的关爱。 尹红梅

学期伊始，23中学区以“文
化探究”为主线，着眼于立德树
人，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构建
了二十三中学区“研学三基
色”，目标是打造全员育人融合
教育的“三色研学”特色研学课
程；构建合理有效的研学评价
体系，促进学生深度发展。按照
研学旅行特色教育的推进计划
和作战图，5月29日，学校组织
初一年级学生走进了东楮岛风
景区探究海洋文化，进行蓝色
研学。从方案的制定到研学旅
行课程的陆续组织开展，学校
发现每次研学都是一次教育，
研学过程在“行”重在“悟”，孩
子们带着问题走向实践课堂去
探究，孩子们打开了视野，真正
做到了知行合一。

谷大鹏 汤莉
为了丰富学校的校园文化

生活，营造浓厚的校园读书氛
围，推进书香校园建设及“图书
馆式”学校的建设，激励学生喜
爱读书，品味读书的乐趣，5月
30日上午，荣成市第二十一中
学举办了首届“校园朗读者”比
赛。此次朗读比赛，为同学们提
供了一个自我展示和锻炼的平
台。在这个舞台上，同学们激情
飞扬，充分展示了他们的风采，
这得益于一直以来学校书香校
园工作的常态化开展；同时朗
读活动也进一步培养了同学们
的阅读兴趣、朗读习惯，让同学

们在朗读中享受到读书的快
乐，对学校构建书香校园建设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高丽娜 于德锋
石岛实验小学在“儿童节”

期间，通过开展不同形式的法
治教育活动，给孩子们送去一
份不同寻常的六一礼物。5月30
日，交警二中队的警察叔叔来
到学校为学生们上了一节生动
的交通安全课。交警叔叔重点
教育小朋友们要遵守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并结合日常护学岗
工作，着重强调了学生上下学、
出行、乘坐校车、公共车等的安
全注意事项，加深了学生们对
安全法规的认识，将交通安全
牢记于心。还引导学生当好交
通安全小宣传员，把学到的交
通安全法规回家与父母共享，
带动父母与自己一起增强交通
安全法治观念，共同抵制各类
交通违法行为。 王艳

日前，市世纪小学组织广
大师生开展防溺水救护演练活
动。本次教育活动得到了学校
领导的高度重视，校长亲自组
织安排部署，确保了活动的顺
利开展。广大师生在教室运用
多媒体设备观看教育片，同学
们都看的很认真投入。鲜活的
事例、撕心裂肺的场面、惨痛的
教训，给孩子们敲响了安全警
钟，令他们深受震撼，体会到溺
水事故对家庭和社会的危害，
深刻认识到了预防溺水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同时，邀请了市红
十字会志愿团队人员为广大师
生进行现场心肺复苏培训演
练。 马荣

5月30日上午，伴随着欢快
的英文儿歌《Baby Shark》，靖
海完小第三届英语文化艺术节
拉开了帷幕。本次英语艺术节

以“Our festivals”为主题，分为
四大板块，分别是传统美德、父
母之爱师长之恩、中西欢乐过
大年和感恩之心，以节日为线
索，融合中国传统美德、西方经
典节日文化，中西荟萃，高潮迭
起。本届英语艺术节不仅充分
地展现了靖海完小全体学生健
康向上的形象，同时也体现出
老师们的团结协作精神。此次
活动将中西文化与校园生活紧
密结合，学生们在参与活动的
过程中不仅增强了英语学习的
兴趣，更领略了中西不同的文
化与风情，是知识和素养的又
一次提升。 袁媛

近日，荣成市第二实验中
学隆重举行五色研学行活动，
学校领导、初一全体同学及家
委会成员参与了此次活动。初
一全体学生共分为5组，分别进
行“红色革命教育——— 走进圣
水观”“蓝色海洋教育——— 走进
寻山爱伦湾海洋牧场”“绿色生
态教育——— 走进铁槎山”“金色
人文教育——— 走进荣成民俗
馆”“银色科技教育——— 走进荣
成泰祥食品有限公司”。该校领
导表示：为促进学校五色研学
旅行校本课程的建设，各班同
学将会采用照片、视频、手抄报
等形式，总结展示研学收获，真
正做到研中有所学，行中有所
思，行后有收获。 张宗芹

“上徳不德，是以有德，下
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朗朗
的国学诵读声在荣成市世纪小
学一年级的教室中回响，学校
开展家长进课堂的系列活动剪
影之一之一。诵读经典，温润人
生，启迪智慧。通过师生家长共
诵经典活动，不但涵养了师生
的品性、滋润了师生的心灵，而
且还增加了师生的智慧，使师

生们在读书中变得越来越儒雅
自信。经典诵读是一项灵魂工
程，难再坚持、贵在扎实，在今
后的工作中，世纪小学将进一
步通过亲子共读、师生共读工
程，传承经典文化，将经典诵读
活动做得更好，做得更加完美。

姜小丽 李洪燕
近日，荣成市府新小学组

织全体师生开展“传递爱心
图书相赠”捐书活动。周一，学
校先利用升旗进行“传递爱心

图书相赠”捐书活动启动仪
式。府新小学教师也积极加入
捐书的行列，将自己孩子的图
书，甚至有的老师购买了新的
图书进行了捐赠，为边疆孩子
的学习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微薄
的力量，展示了教师的良好精
神风貌和高尚的师德修养，同
时让旧书发挥最大效益，达到
物尽其用的目的。播散书香，传
播文化，知识因传播而美丽！我
们希望通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
力，让边疆的孩子读上我们精
心挑选和赠送的书籍，并希望
他们爱上阅读并享受阅读带来
的快乐。 王妮

为扎实推动社区信用工作
的开展，崖头街道南山社区积
极组织居民召开征信议事会。
社区孙书记主持本次会议，介
绍了南山社区信用建设工作的
开展情况和本次会议的主要内
容。参会的居民本着公正公平
的原则，对工作人员收集到信
用信息进行评价。 连利鑫

为加强社区养犬管理，保
障居民人身健康安全，维护公
共秩序和环境卫生，得润社区
党总支开展了“信用社区 呼
唤文明养犬”文明行为劝导宣
传活动。

齐燕

本报荣成6月3日讯(车宇)
在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之际，荣成市蜊江小学举办的
“印象中国 自在荣成”全学
科成长嘉年华活动也正式拉
开帷幕。

在全校师生嘹亮的歌声
里，一曲《我和我的祖国》点
燃了全场的激情。一声声齐心
协力的荣成渔家号子，一代代
无所畏惧的渔家精神，情景剧

《鼓乐齐鸣说荣成》带全场走

进荣成渔家文化，感受家乡魅
力；家长志愿者助力的《不忘
初心 追梦太极》以静制动，
静中求动，气势十足，引得台
下同学忍不住跟着一起做了
起来，开启起了场上的一个又
一个高潮。

操场上，凤凰报春、哪吒
闹海、牡丹争春等非遗作品栩
栩如生，吸引了大量围观学生
和家长。不仅如此，非遗传承
人还以现场表演的方式，向广

大师生和家长展示了流传于
荣成民间的古老手工技艺，博
得满堂喝彩。甜甜的糖画，取
材于渔家生产生活，既有很高
的观赏价值，又是一款极富地
方特色的民俗小吃，人气实在
是高。除此之外，泥塑、胶东
水饺、草编. . . . . .各种各样的非遗
文化项目，让现场的每一个人
都惊叹着家乡文化之美。

“中国十大旅游城市”、
“中国十大戏曲”“中国十大

菜 系 ”、“ 中 国十大 历史事
件”。全校师生及家长共同设
计了二十多个活动展室，充分
展示了大美中国七十载的万
千风华。走进海南的花海椰
林，阳光沙滩，一场说走就走
的旅行好生惬意；天苍苍野茫
茫，西北风光美名扬，不妨避
开城市风光，寻一处辽阔豁
达；想对未来的自己说些什么
吗，时光邮局随时欢迎光临；
来 戏 园 子 听 一 曲《 霸 王 别

姬》，把玩几个有趣的脸谱，
有模有样的学上一段，真是难
得的新奇体验；化身美食鉴赏
家，在三楼挑上一家最诱人的
菜系，品一品地道的鲁氏风
味；在小导游的介绍下，尘封
的老物件原来别有趣味 . . . . . .游
走在这些富有特色的活动展
室之间，能让孩子们真切感受
到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国家，它
所拥有丰厚的历史底蕴和无
限的发展魅力。

七色悦读诵经典
美泽教育谱新篇

本报荣成6月3日讯 (滕夕
涛 于新莲) 为检阅“图书馆
式校园”建设取得的成就，展示
师生的阅读风采，近日，荣成市
第三十二中学举行“七色悦读
诵经典，美泽教育谱新篇”朗读
展示活动。

“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
俱紧切。”、“人之初，性本善，性
相近，习相远”、“道可道，非常
道；名可名，非常名”，孩子们用
童稚的音调朗诵着《弟子规》、

《三字经》、《道德经》等经典名
篇；“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
空”、“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
里雪飘”、少年智则国智，少年
强则国强”，气势磅礴，充满了
青春的力量。一章章闪烁着古
老哲思和智慧光芒的经典诵
读，拉开了各年级诵读素养展
示环节的序幕。师生们自己创
作的散文诗《礼赞校园》、《我的

梦》感情真挚、语音铿锵，表现
了师生们高扬的理想、执著的
追求；课本剧《晏子使楚》、《狐
假虎威》将课本搬上舞台，用童
心诠释经典，时尚的造型，夸张
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
声。台上诵读者或吟哦或激昂，
台下的观众或唱和或击掌，大
家沉浸在经典美文带给人的愉
悦之中，活动结束，对在展示活
动中表现突出的班级进行了表
彰奖励。

荣成市第三十二中学秉承
“文化立校”的理念，将“阶梯式
七色花悦读”作为学校的文化
品牌加以培植，通过强化师生
精英朗读团队团队建设、定期
开展读书成果展示、“图书漂流
进村居”、与市朗读协会结成联
盟等活动助推“图书馆式校园”
建设，使读书成为全校师生的
自觉追求。

庆“六一”
伴随着石岛公园的建成使用，今年六一，石岛实验小学充分利用地域优势，近水楼台，

将活动地点设在石岛公园，全校三千余名师生欢聚在此，载歌载舞，置身于海阔天空，旖旎
壮丽的滨海之畔，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独具特色的六一欢庆活动。

王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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